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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 

 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赛61∶1）   

使命宣言使命宣言使命宣言使命宣言    大军兴起大军兴起大军兴起大军兴起、、、、    恢复恢复恢复恢复、、、、扩张扩张扩张扩张、、、、    转化列国转化列国转化列国转化列国。。。。        
异象宣言异象宣言异象宣言异象宣言    2020202020202020    七倍增长七倍增长七倍增长七倍增长    

宣告文宣告文宣告文宣告文    圣灵充满不间断圣灵充满不间断圣灵充满不间断圣灵充满不间断、、、、宣告预言凭信心宣告预言凭信心宣告预言凭信心宣告预言凭信心、、、、枯骨复活成大军枯骨复活成大军枯骨复活成大军枯骨复活成大军、、、、气息四方吹进来气息四方吹进来气息四方吹进来气息四方吹进来、、、、福音传给谦卑人福音传给谦卑人福音传给谦卑人福音传给谦卑人、、、、医治释放行神迹医治释放行神迹医治释放行神迹医治释放行神迹、、、、恩年临到喜乐城恩年临到喜乐城恩年临到喜乐城恩年临到喜乐城。。。。    周报二维码周报二维码周报二维码周报二维码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28/028/028/028/05555/2013/2013/2013/2013（（（（二二二二））））    29/05/201329/05/201329/05/201329/05/2013（（（（三三三三））））    30303030/0/0/0/05555/2013/2013/2013/2013（（（（四四四四））））    31313131/0/0/0/05555/2013/2013/2013/2013（（（（五五五五））））    书卷书卷书卷书卷    使徒行传  使徒行传 使徒行传 章节章节章节章节    9 11 12 使徒行传 10 本周晨祷读经经文本周晨祷读经经文本周晨祷读经经文本周晨祷读经经文    
5月16-21日江牧师夫妇带领团队一行六人前往廊开，此行最主要是以母堂的身分，正式差派金屏传道成为GA611灵粮堂第四间分堂GC611灵粮堂的主任传道，行程中也顺道去了一趟寮国，拜访Hubert牧师，参观他的农场和当地的福音工作。 在GC611灵粮堂的晨祷读经《使徒行传》第三章里，所罗门廊下医治的神迹真实地发生在GC611灵粮堂，当中得一位同工受损的脚踝得着医治！  GC611灵粮堂以《马太福音》28∶18-20主的大使命成为教会的呼召异象，开堂日5月19日当天正好是五旬节主日，透过江牧师的信息释放圣灵的大能，并在当地种植四棵树，象征四国的代表为这地祝福，福音这极大的影响力要成就在廊开府，甚至去到地极。■ 

活动活动活动活动    快报快报快报快报    

廊开府GC611灵粮堂宣教暨开堂礼 



 

信息信息信息信息    精华精华精华精华    

时间 牧区 地点 负责人 周日周日周日周日    8:30am 成人崇拜 祷告帐幕 江月霞牧师     8:30am 儿童牧区 D. Hamodal 周晓君实习传道     11:00am 成人崇拜 祷告帐幕 江月霞牧师  11:00am 儿童牧区 D. Hamodal 周晓君实习传道 周二周二周二周二    10:30am 沙仑玫瑰 麦比拉 同工高月群 周六周六周六周六    10:30am 长者牧区 麦比拉 同工李新财     5:00pm 少崇事工 神所喜悦 同工李子康     6:00pm GA青年牧区 祷告帐幕 邓榕钧传道 

各牧区聚会时间和地点各牧区聚会时间和地点各牧区聚会时间和地点各牧区聚会时间和地点    

2 

克安通牧师的预言克安通牧师的预言克安通牧师的预言克安通牧师的预言     现今是马来西亚和教会新的开始，因为你们的第一章经已结束，开 始 进 入 第 二 章 了。这 是 一 条 很 长 的 路。震 动 和 重 新 朔 造（shaking and reshaping）是神在马来西亚做的事，震动是处理掉旧的东西，现在不再震动了，而是重新朔造。朔造以前需要先震动国家、我们的思想和品格等，为了预备我们进入下一段旅程。马来西亚接下来的五年是重新朔造的时刻，政治、教会、家庭和经济等都被重新朔造。现在是神的时刻，不是人的时刻，因此，会有一段预备期，以进入下个季节。世界各国都在看着马来西亚，马来西亚会按照神的时间和心意转变，因此，预备好自己和教会，注视神的国。  神要在每个教会兴起代祷者，人们会感受到祷告的能力，在接下 来 的 五 年 会看见非洲祷 告的 能 力 进 来。五 年给国家，七年给GA611灵粮堂，现在是神拣选你们成为神国度一份子的时刻。不再是你们自己，而是整个马来西亚，甚至要越过这个疆界，神在预备大家。每七年就要回到起初的呼召，从那出发点再开始，不同的是生命更成熟了。神正呼召在祷告、爱、门训和领导等方面成熟的教会。神也拣选软弱的人，因为神知道谁是最好的。  我们在新的季节里，要回到祷告和门训里，然后才踏入转化。回到起初，也包括回到家庭里。神在呼召教会回到家庭里，家庭是GA611灵粮堂的DNA，要保持。  家庭，是个小型的教会，也是教会的根基。家庭坚固，教会就坚固，国家也跟着坚固；家庭复兴，教会才会复兴。因此，看重家庭和婚姻是必要的。  一一一一、、、、有神心意的家庭有神心意的家庭有神心意的家庭有神心意的家庭（太1∶19） 每对父母承载着神的心意，所以神把家庭赐给我们。家，不是装潢的非常华丽或非常舒适的建筑物，而是看重人、温暖有爱、心对心交流传递爱的一群人，这是在神眼中看为美丽的家，也是神要的家。神在呼召我们以祂的爱来建立家庭，婚姻和家庭是为了神的国度。 

1）以神的方式处理家庭的问题 约瑟遇见婚姻的问题时，他放在心里静静地处理，并 不四处张扬，这是义人处理问题的方式。处理家庭和婚姻的问题时要保持“大事情，小声处理”的心态，勿夸张式或四处张扬地处理问题。因着约瑟保持正确的态度，神差遣天使告诉他神在他婚姻和家庭里的旨意。约瑟的家庭与婚姻是为了神的国度，是为了迎接弥赛亚。现今，离婚是最大的问题，因为人错失了神对家庭的心意，没有神心意，婚姻就容易破裂。  二二二二、、、、婚姻的意义婚姻的意义婚姻的意义婚姻的意义    婚姻要有神在中间。每段婚姻都有神心意，耶稣的诞生给约瑟的生命带来新的意义，联合了他们夫妻俩。神赐下孩子给每个家庭都有祂的旨意。基督徒的婚姻都要有： 1）爱  爱是牺牲，每个婚姻都带有牺牲。 2）永久性  婚姻不是三五年的事，而是一生。 3）滋生与增长 婚姻要有下一代，切勿拒绝生养下一代。神的心意是生养众多。基督徒的婚姻是一男一女，还有下一代。这是神给每位基督徒的呼召。耶稣给约瑟的家庭带来了新的意义，让马利亚成为肉生和属灵的妈妈，把耶稣抚养成人。这是神给每位妈妈的呼召。妈妈并不只是生产，而是养育。  三三三三、、、、母亲是祷告勇士母亲是祷告勇士母亲是祷告勇士母亲是祷告勇士    每位母亲都是代祷勇士，神需要母亲常常守望家庭，把家庭问题带到神面前，这是神给母亲重要的呼召。母亲常常为家庭守望，祝福就源源不绝。母亲亦扮演了联系家庭的角色。真正的妈妈是个常常为孩子祷告的妈妈，看着孩子就会发现生命中、家庭中和婚姻里的新意义。马利亚因着看着耶稣，让自己从原本的羞辱感觉中，转眼看见她婚姻里极大的意义——弥赛亚。  现在是家庭的时刻，是时候给孩子付出。孩子是父母的祝福，从问题中转移视野，看着孩子；从工作中抽离，全然陪伴孩子，为家庭守望、恢复和建立关系。神需要家庭。■【本主日信息讲于2013年5月12日，经编辑组整理成信息精华。】（请浏览http://ga611bol.org） 

回到回到回到回到家庭家庭家庭家庭里里里里    
◎◎◎◎克安通牧师克安通牧师克安通牧师克安通牧师    经文经文经文经文∶∶∶∶《《《《马太福音马太福音马太福音马太福音》》》》1∶191∶191∶191∶19    

支票奉献，抬头请写GA611 Bread Of Life Centre。若弟兄姐妹需要奉献收条，请于每月的第二个主日第二个主日第二个主日第二个主日向同工子莲姐妹领取。 教会各银行户口账号与其用途： 1) Public Bank ( 31) Public Bank ( 31) Public Bank ( 31) Public Bank ( 3----13317133171331713317----3103 )3103 )3103 )3103 )∶∶∶∶主日奉献主日奉献主日奉献主日奉献、、、、十分一十分一十分一十分一、、、、灵粮供应站及其他灵粮供应站及其他灵粮供应站及其他灵粮供应站及其他    2) Public Bank ( 32) Public Bank ( 32) Public Bank ( 32) Public Bank ( 3----13317133171331713317----3334 )3334 )3334 )3334 )∶∶∶∶只限土地只限土地只限土地只限土地、、、、建殿建殿建殿建殿、、、、祷告帐幕祷告帐幕祷告帐幕祷告帐幕    3333))))    MMMMaaaayyyybbbbaaaannnnkkkk    ((((    5555----11112222333333334444----33330000111122227777----6666    ))))∶∶∶∶教教教教育育育育装装装装备备备备部部部部    &&&&    GGGGAAAA学学学学房房房房    

建殿和宣教奉献报告建殿和宣教奉献报告建殿和宣教奉献报告建殿和宣教奉献报告    

RM63,863.68 

RM197,764.32 

RM173,406.00 

RM30,901.00 



 

    
GA611GA611GA611GA611一次欢迎一次欢迎一次欢迎一次欢迎，，，，永远欢迎永远欢迎永远欢迎永远欢迎！！！！    欢迎第一次参加GA611崇拜的新朋友或主内弟兄姐妹。愿神亲自祝福并将祂的爱、喜乐和平安大大充满您们，赐您们有丰盛的人生。也欢迎弟兄姐妹加入其中一个小组与我们在主里一同成长。 

家事家事家事家事    报告报告报告报告    

【神的道要兴旺起来神的道要兴旺起来神的道要兴旺起来神的道要兴旺起来】 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 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使徒行传》6∶8  教会教会教会教会    1. 祈求圣灵使神的道兴旺，大大加增门徒的数目。 2. 祈求神赐智慧和谋略的灵帮助各事工和部门建立有效率的架构和团队。 3. 宣告神的恩惠与能力与我们同在，保护我们远离一切试探和攻击。  分堂分堂分堂分堂∶∶∶∶GK611GK611GK611GK611灵粮堂灵粮堂灵粮堂灵粮堂    1. 祈求圣灵充满GK611的众弟兄姊妹，重新出击起来成为复活主的见证人。 2. 祝福陈炎明牧师夫妇开展“神国的企业”计划，让教会充满神的大能。  分堂分堂分堂分堂∶∶∶∶GP611GP611GP611GP611灵粮堂灵粮堂灵粮堂灵粮堂    1. 祈求神将更多的得救的人数加给教会，并将神的爱更多的充满我们。 2. 祈求神将更多的启示赐给教会，好让我们能够在这启示的季节里与神同行。  分堂分堂分堂分堂∶∶∶∶GN611GN611GN611GN611灵粮堂灵粮堂灵粮堂灵粮堂    1. 兴起忠心和顺服的门徒，紧紧跟随主任牧师夫妇并建立核心团队。 2. 教会弟兄姊妹同心合一跟着教会异象往前走。     分堂分堂分堂分堂∶∶∶∶GC611GC611GC611GC611灵粮堂灵粮堂灵粮堂灵粮堂    1. 求圣灵的火降临链净所有同工的生命，进入权能的服事。  列国列国列国列国∶∶∶∶马来西亚马来西亚马来西亚马来西亚    1. 祈求圣灵在五旬节浇灌众教会，让复兴的火在这时间更大的燃烧起来。 2. 为国家求平安，宣告神的爱、喜乐与和平临到每一个族群。 3. 祷告神保守为公义奋斗的政治领袖，让神使用他们来完成祂的心意。 

祷告祷告祷告祷告    焦点焦点焦点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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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牧区轮值表 青年牧区轮值表 青年牧区轮值表 青年牧区轮值表      本周六（25/5） 下周六（1/6） 讲员 邓榕钧传道/叶永恒 主席 敬拜主领 清洁组 佐治.安拿多来牧师 傅钐佑/邢亦萱 张朝杰 韦丽莹 张伟良实习传道/江伟恒 邢亦君 冯百娟 GA青年牧区小组，8pm，Dataran Hamodal。 

牧区牧区牧区牧区    报告报告报告报告    1. 诚邀5-12岁小朋友参与《《《《父亲节父亲节父亲节父亲节》》》》表演表演表演表演。  练习日期：25/5；1、8/6（六）  时间：2:30-4pm。  地点       ：Dataran Hamodal  负责人   ：周晓君周晓君周晓君周晓君实习传道 2. 6月1日长者崇拜暂休长者崇拜暂休长者崇拜暂休长者崇拜暂休。 

3. 欢迎参加《《《《苗圃八福苗圃八福苗圃八福苗圃八福8~~8~~8~~8~~凡事富足凡事富足凡事富足凡事富足》》》》，8/6（六），3-5pm， Dataran Hamodal。  藉着有力的见证，深入浅出的教导和权能服事，帮助我们认识神对人的祝福，明白十一奉献的意义，得着应许，让我们在一切的事情上蒙福。欢迎新朋友临场报名！ 4. 装备中心课程装备中心课程装备中心课程装备中心课程《基督精兵》，因故取消，盼见谅。 

2. 按立礼按立礼按立礼按立礼，2/6（日）。  A）第一堂崇拜：小组长按立礼小组长按立礼小组长按立礼小组长按立礼     杨雯英、王粉玲、詹晓慧、钟国雄、戴玉娟、郭来娣、利慧 心、叶碧兰、李佩婵。  B）第二堂崇拜：牧者按立礼牧者按立礼牧者按立礼牧者按立礼     张伟良实习传道、郑国聪实习传道、李新财、曾子莲。  注：散会后，邀请新按立传道和实习传道、上一届新组长和本   届新组长与牧师共享午餐。 

6. 母堂香港611将举办第一届国际家庭营第一届国际家庭营第一届国际家庭营第一届国际家庭营《《《《爱爆灯家庭营爱爆灯家庭营爱爆灯家庭营爱爆灯家庭营》》》》（IFRC  2013），26-29/8，Philea Resort & Spa，马六甲。邀请611大家 庭的弟兄姐妹全家一同开心度假。藉着轻松的分享与活动，一起 建立Shekinah的氛围，让神的荣耀乐意住在你我家中。参加对 象：一般家庭必须双亲皆儿女参加，单亲家庭必须单亲皆儿女参 加。儿女年龄须小于19岁。报名截止日期：2013年6月15日   费用 ：12岁以上，每位RM1,080；未足12岁，每位RM820；       未足4岁，每位RM120；未足2岁，免费。  负责人：同工洪佩娴洪佩娴洪佩娴洪佩娴（012-6311448） 7. 教牧同工行踪教牧同工行踪教牧同工行踪教牧同工行踪     29/5-1/6，邓榕钧邓榕钧邓榕钧邓榕钧传道、郑晓颖郑晓颖郑晓颖郑晓颖传道、同工洪佩娴洪佩娴洪佩娴洪佩娴、邢益英邢益英邢益英邢益英、张张张张 世勇世勇世勇世勇和黄国成黄国成黄国成黄国成参加《欢庆禧年祷告营》。 

5. 新灵崇拜新灵崇拜新灵崇拜新灵崇拜，15/6（六），Dataran Hamodal，是特别为弟兄姊妹、 新信徒和慕道友而设。透过深入浅出的崇拜信息，帮助新人在信 仰上打稳基础。这崇拜分成三个系列：  （一）遇见神营会暨浸礼遇见神营会暨浸礼遇见神营会暨浸礼遇见神营会暨浸礼，15/6，9am - 5pm（全日） （二）医治释放系列医治释放系列医治释放系列医治释放系列，22/6，3pm - 5pm（8周） （三）苗圃八福系列苗圃八福系列苗圃八福系列苗圃八福系列，24/8，3pm - 5pm（8周）  为了妥善预备茶点和讲义，鼓励弟兄姊妹尽早报名。报名表格可到后台装备站索取，同时也特别召募新灵崇拜的服事人员，详情可参阅报名表。 

1. 感谢佐治佐治佐治佐治····安拿多来牧师安拿多来牧师安拿多来牧师安拿多来牧师前来分享，愿主的宏恩厚福倍赐于他！ 



 

◎◎◎◎12/512/512/512/5----25/5 25/5 25/5 25/5 出席人数及奉献统计出席人数及奉献统计出席人数及奉献统计出席人数及奉献统计◎◎◎◎    
                崇崇崇崇            拜 拜 拜 拜  

 人数人数人数人数  人数人数人数人数    
                奉奉奉奉            献献献献 

 RM 成人崇拜 （第一堂） 225 周二至周五晨祷 118 什一   13,541.30 成人崇拜 （第二堂） 205 本周祷告会 总人数 238 主日奉献    5,330.00 长者牧区 48     祷告帐幕 120.00 青年牧区 75 以色列       370.00 少年事工 32 MG12 7 64 感恩 221.00 儿童牧区 （第一堂） 39 公开小组 61 278 宣教 1,250.00 儿童牧区 （第二堂） 54     其他 0.00 苗圃崇拜 75 
 

沙仑玫瑰 33 本周接受主人数本周接受主人数本周接受主人数本周接受主人数    1 总数总数总数总数    786786786786 2013201320132013年主日累积接受主年主日累积接受主年主日累积接受主年主日累积接受主人数  人数  人数  人数      66666666    总数总数总数总数            20,832.30 20,832.30 20,832.30 20,832.30      

  下主日下主日下主日下主日（（（（6666月月月月2222日日日日）））） 8:30am8:30am8:30am8:30am 11:00am11:00am11:00am11:00am 8:30am8:30am8:30am8:30am 11:00am11:00am11:00am11:00am 讲员讲员讲员讲员    佐治佐治佐治佐治····安拿多来牧师安拿多来牧师安拿多来牧师安拿多来牧师 （（（（通译通译通译通译：：：：陈樱馨陈樱馨陈樱馨陈樱馨）））） 佐治佐治佐治佐治····安拿多来牧师安拿多来牧师安拿多来牧师安拿多来牧师 （（（（通译通译通译通译：：：：邢志中牧师邢志中牧师邢志中牧师邢志中牧师）））） 江月霞牧师江月霞牧师江月霞牧师江月霞牧师 （（（（通译通译通译通译：：：：黄德隆医生黄德隆医生黄德隆医生黄德隆医生）））） 江月霞牧师江月霞牧师江月霞牧师江月霞牧师 （（（（通译通译通译通译：：：：陈永祥牧师陈永祥牧师陈永祥牧师陈永祥牧师）））） 宣召宣召宣召宣召    苏小玲传道苏小玲传道苏小玲传道苏小玲传道 （（（（通译通译通译通译：：：：赖瑞婷赖瑞婷赖瑞婷赖瑞婷）））） 邓榕钧传道邓榕钧传道邓榕钧传道邓榕钧传道 （（（（通译通译通译通译：：：：郑锦程郑锦程郑锦程郑锦程）））） 苏小玲传道苏小玲传道苏小玲传道苏小玲传道 （（（（通译通译通译通译：：：：江慧欣江慧欣江慧欣江慧欣）））） 陈永祥牧师陈永祥牧师陈永祥牧师陈永祥牧师 （（（（通译通译通译通译：：：：郑元杰郑元杰郑元杰郑元杰））））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    赖纯玉赖纯玉赖纯玉赖纯玉 谢荣锋谢荣锋谢荣锋谢荣锋 黃黃黃黃德隆医生德隆医生德隆医生德隆医生 谢威胜谢威胜谢威胜谢威胜    主领主领主领主领    曾子莲曾子莲曾子莲曾子莲 曾子莲曾子莲曾子莲曾子莲 张世勇 张世勇 张世勇 张世勇  张世勇 张世勇 张世勇 张世勇  报告报告报告报告    邢志中牧师邢志中牧师邢志中牧师邢志中牧师 （（（（通译通译通译通译：：：：赖瑞婷赖瑞婷赖瑞婷赖瑞婷）））） 周晓君实习传道周晓君实习传道周晓君实习传道周晓君实习传道 （（（（通译通译通译通译：：：：郑锦程郑锦程郑锦程郑锦程）））） 郑晓颖传道郑晓颖传道郑晓颖传道郑晓颖传道 （（（（通译通译通译通译：：：：江慧欣江慧欣江慧欣江慧欣）））） 邓榕钧传道邓榕钧传道邓榕钧传道邓榕钧传道 （（（（通译通译通译通译：：：：郑元杰郑元杰郑元杰郑元杰）））） 读经读经读经读经    苏秀花苏秀花苏秀花苏秀花 林慧治林慧治林慧治林慧治 李佩婵李佩婵李佩婵李佩婵 黄惠瑜 黄惠瑜 黄惠瑜 黄惠瑜  招待招待招待招待////陪谈陪谈陪谈陪谈    陈玉喜组陈玉喜组陈玉喜组陈玉喜组 黄健兴组黄健兴组黄健兴组黄健兴组 郑佩吟郑佩吟郑佩吟郑佩吟    张文珊张文珊张文珊张文珊    场地场地场地场地    谢威胜谢威胜谢威胜谢威胜 陈国良陈国良陈国良陈国良 陈国良陈国良陈国良陈国良 谢威胜谢威胜谢威胜谢威胜 
本主日本主日本主日本主日（（（（5555月月月月26262626日日日日）））） 2013201320132013年事奉轮值表年事奉轮值表年事奉轮值表年事奉轮值表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时间时间时间时间    祷告项目祷告项目祷告项目祷告项目    负责人负责人负责人负责人    26/5（日）  7:45am GASK服事团队 周晓君实习传道  8:15am 主日成人崇拜会前祷告 郑晓颖传道  8:30am GASK崇拜会前祷告 周晓君实习传道  10:45am GASK服事团队 周晓君实习传道  10:45am 主日成人崇拜会前祷告 郑晓颖传道  11:00am GASK崇拜会前祷告 周晓君实习传道 28/5（二） 9:30am 教育装备部 杨翠碧实习传道  10:15am 沙仑玫瑰会前祷告 李明珠姐妹  8:00pm 敬拜赞美 同工洪佩娴  8:00pm 波阿斯 萧惠发弟兄 29/5（三） 10:30am 教会，土地，个人医治 陈彩云姐妹  8:30pm One Thing  郑晓颖传道 30/5（四） 9:15am GA学房 同工李子康  2:30pm 新人福音部 同工苏丽娥  8:30pm 蕉赖生命点 方献美姐妹 31/5（五） 2:30pm MG12祷告部 郑晓颖传道 01/6（六） 10:45am 长者崇拜会前祷告 同工李新财  3:00pm 以色列 同工高月群  5:45pm 青年崇拜会前祷告 邓榕钧传道 

本周祷告时间表本周祷告时间表本周祷告时间表本周祷告时间表            咨询：郑晓颖传道 03-79550611    
◎◎◎◎2013201320132013年年年年5555----6666月教会活动月教会活动月教会活动月教会活动◎◎◎◎    日日日日    一一一一    二二二二    三三三三    四四四四    五五五五    六六六六    26262626    27272727    25252525    29292929    30303030    31313131    6666月月月月1111日日日日                                2222    3333    4444    5555    6666    7777    8888    教牧教牧教牧教牧、、、、组长按立礼组长按立礼组长按立礼组长按立礼                    月朔月朔月朔月朔    苗圃苗圃苗圃苗圃    9999    10101010    11111111    12121212    13131313    14141414    15151515                    小组长动力会小组长动力会小组长动力会小组长动力会        遇见神营会遇见神营会遇见神营会遇见神营会    16161616    17171717    18181818    19191919    20202020    21212121    22222222    父亲节父亲节父亲节父亲节                            23232323    24242424    25252525    26262626    27272727    28282828    29292929                                

课程课程课程课程    开课开课开课开课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费用费用费用费用    时间时间时间时间    报名资格报名资格报名资格报名资格    第1届 《职场事奉》 14, 21/4; 26/5; 2，9, 23/6 （日） 10 (6堂) 9:15am  修毕 《长、基》 第19届 《长大成熟》 19, 26/5, 2, 9, 23/6（日） 10 (5堂) 11:00am 公开 
装备中心装备中心装备中心装备中心            负责人: 杨翠碧实习传道 016016016016----3355030335503033550303355030     只限GA611弟兄姐妹，课程详情请参阅报名表格。 上课地点：Dataran Hamodal    
*注∶《苗》∶苗圃八福、《长》∶长大成熟、《基》∶基督精兵 


